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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车坳陷深层裂缝性储层现今地应力特征及其
对天然气勘探开发的指导意义
徐 珂，张 辉，刘新宇，王志民，来姝君

（中国石油塔里木油田分公司 勘探开发研究院，新疆 库尔勒 841000）
摘要：为了明确深层复杂背景条件下储层现今地应力的分布特征，基于库车坳陷克拉苏构造带大北 12 气藏，开展现

今地应力研究，探讨地应力非均质分布机理，并据此提出支持井位部署的相关建议。研究结果表明：克拉苏构造带
埋深超过 4 500 m 的储层为走滑型地应力机制，大北 12 气藏最大水平主应力为 125~160 MPa，最小水平主应力为
118~130 MPa，地应力非均质性强且井间差异大。复杂的地质边界条件和储层的互层岩性造成地应力分布具有极

强的非均质性，地应力有利区和不利区交替分布，在构造高部位也可能钻遇地应力不利区，不能简单地采用“沿长
轴、占高点”的方案部署井位。定向井具有有利区穿越广、裂缝钻遇率高、井眼轨迹安全稳定及避障避险的多重优
势，是复杂地质背景条件下的优势井型，建议沿地应力低、裂缝发育且井壁稳定的方向设计井眼轨迹，并根据地应
力状态选择合理的储层改造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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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in-situ stress characteristics of deep fractured reservoirs
in Kuqa Depression and its guiding significance
to natural gas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XU Ke，ZHANG Hui，LIU Xinyu，WANG Zhimin，LAI Shujun

（Exploration and Production Research Institute，PetroChina Tarim Oil Company，Korla，Xinjiang，841000，China）
Abstract：The research on the in-situ stress of Dabei12 gas reservoir in Kelasu structural belt of Kuqa Depression was car⁃
ried out to clarify the distribution of in-situ stress in deep reservoirs and explore the heterogeneous distribution mechanism

of the in-situ stress. In addition，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for well placement against a complex geological background.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the reservoir at more than 4 500 m in Kelasu structural belt follows a strike-slip in-situ stress

mechanism. The maximum horizontal principal stress in Dabei12 gas reservoir ranges from 125 to 160 MPa，and the mini⁃
mum horizontal principal stress is 118-130 MPa. The in-situ stress shows strong heterogeneity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wells is evident. Complex geological boundary conditions and interbedded lithology of the reservoir lead to the extremely

heterogeneous in-situ stress distribution. Favorable and unfavorable areas of in-situ stress are alternately distributed，and
the unfavorable area may also be drilled in the structural high. Therefore，the plan of“occupying the high point along the

long axis”cannot be simply implemented for well placement. Moreover，a directional well crosses a wide favorable area，
with a high probability of penetration of fractures as well as a safe and stable well trajectory，and it can avoid obstacles and

risks. Accordingly，it is a preferable well type against a complex geological background.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well trajecto⁃
ry should be designed in the direction with low stress，well-developed fracture，and high borehole wall stability，and a 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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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able reservoir simulation mode should be selected according to in-situ stress.

Key words：fractured reservoir；in-situ stress；heterogeneous；geomechanics；well trajectory；Kuqa Depression

在世界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资源开发不断

克拉苏构造带具有东西分段的特征。西部的

走向地球深部 。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向深层-超深

博孜-大北区带相比东部的克拉-克深区带，地质背

层挺进，是中国油气接替战略的重大需求和必然战

景更为复杂，表现为挤压更为强烈，构造更为破碎，

略抉择

纵向上叠置更显著，且目的层广泛发育砂泥互层结

［1］

。近年来，中国在深层-超深层油气勘探

［2-3］

领域陆续取得了诸多重要进展

，但随着埋深越来

［4-5］

构，储层非均质性更强［14-17］；即使形态相对简单的构

越大，地质条件愈加复杂，在深层-超深层油气勘探

造，岩石力学性质、地应力及裂缝分布也非常复杂，

开发和钻探工程施工方面仍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井位部署面临难题。由于埋藏深、岩性复杂、构造

特别是深部钻探过程中频发的复杂事故和面临的

叠置、井距大，该区三维建模难度大且精度低。为

巨大井控安全风险说明深部岩体性质可能完全异
于浅部，深部处于高地应力环境且聚集高强度能

此，笔者以大北 12 气藏为研究对象，开展现今地应

力场研究，采用“大连片+高叠置+全层系+非均质”

量。目前对超深部地质体理论的认识滞后于人类

地应力场预测技术，明确了现今地应力分布特征，

工程实践活动，难以进行有效科学的指导［1］。

建立了地应力与储层品质和产能的关系，提出了更

塔里木盆地库车坳陷克拉苏构造带是中国深
层-超深层天然气勘探开发的重要区块之一，多年
来经过不断探索，发现地应力因素和裂缝的规模发
育是其高产稳产的重要保障［6-7］，并针对断背斜构造
提出了基于中和面理论模型的断背斜应力控储认
识 ，划分了垂向分带性 ，优选了储层的有利区，
［8］

［9］

支持了克拉苏构造带东部的克拉-克深区带井位部
署方案

，并取得了良好应用效果，地应力研究在

［10］

深层油气勘探开发中的重要性也逐渐被广泛接
受

。然而随着塔里木油田勘探开发进程向克拉

［11-12］

苏构造带西部的博孜-大北区带挺进，上述地应力
控储认识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主要表现为地应力
的垂向分带性不规律、平面非均质性更强，比如背
斜高部位的地应力值高于低部位，单井上部地应力
值高于下部等，井位部署方案的适用性有所降低，

适用于克拉苏构造带西部的井位部署建议。

1

地质概况
大北 12 气藏位于库车坳陷克拉苏构造带博孜-

大北区带中部（图 1），为受 2 条逆冲断裂夹持的突发
构造。钻遇地层自下而上依次为：白垩系舒善河组
（K1s）、巴西改组（K1bx）、巴什基奇克组（K1bs），古近

系库姆格列木群（E1-2km）、苏维依组（E2-3s），新近系
吉迪克组（N1j）、康村组（N1-2k）、库车组（N2k），第四

系西域组（Q1x）。其中库姆格列木群为一套厚度变
化巨大的膏盐岩层，其具有塑性流动特征，控制盐

下断冲构造的发育及储层的演化，大北 12 气藏的形
成与这种塑性膏盐层有极大的关联［18］。

大北 12 气藏储层为白垩系巴西改组和巴什基

［13］
依据“沿长轴、占高点”
部署的井也出现失利，因

奇克组，巴西改组一、二段为辫状河三角洲前缘沉

此亟需革新认识以加快博孜-大北区带的勘探开发

积，其中二段主要为水下分流河道、河口砂坝微相

进程。

沉积；
巴什基奇克组一段受古沉积环境影响而缺失，

Fig.1

图1

库车坳陷构造单元划分与大北 12 气藏白垩系顶面构造图

Division of structural units in Kuqa Depression and Cretaceous top structure of Dabei12 gas reservoir

·36·

油

气

地

质

二、三段分别为辫状河三角洲前缘、扇三角洲前缘
沉积，发育水下分流河道及分流间湾微相。白垩系

与

采

收

2022 年 3 月

率

③进行单井全井段的地应力参数解释，划分纵向分
带性，剖析非均质分布的机理，作为三维非均质地

储层岩性以中细-细粒长石岩屑砂岩为主；储集空

应力场预测的约束条件。④以上述单井地应力为

间以原生粒间孔和粒间溶孔为主，其次为微孔隙和

约束，结合研究区所处的大地构造背景并充分考虑

粒内溶孔。
孔隙度一般为 4.0%~11.0%，
平均为 7.0％；
渗透率主要为 0.035~0.5 mD，平均为 0.234 mD。

大 北 12 气 藏 甲 烷 含 量 较 高 ，平 均 为 96.43%，

构造之间的相互作用，对模型施加非均匀地质边界
条件。

CO2 平 均 含 量 为 0.97%，地 层 水 平 均 矿 化 度 为

198 050 mg/L，水型为 CaCl2 型且封闭条件较好［19］。
目前大北 12 气藏有 7 口井正在开采，日产气量约为
10×104~50×104 m3/d。

2

地应力场预测流程
大北 12 气藏所处的克拉苏构造带博孜-大北区

带，在构造形态、互层岩性和复杂地质边界条件等
多重因素影响下，其复杂性和特殊性相比克拉苏构
造带东部的克拉-克深区带大大增强，造成储层具
有更强的非均质性。具体表现为：一是构造形态，
克拉-克深区带具有宽阔且较为完整的背斜形态，
而西部博孜-大北区带的构造更为破碎，多呈鳞片
状或牛眼状且叠置程度非常高；二是岩性，克拉-克
图 2 非均质地应力场预测流程
Fig.2 Workflow for heterogeneous in-situ
stress field prediction

深区带的目的层为白垩系巴什基奇克组，多为厚层
砂岩，而博孜-大北区带目的层是白垩系巴什基奇
克组和巴西改组，特别是巴西改组砂泥互层现象显
著；三是区域挤压背景，克拉-克深区带南北向变形
空间宽阔且北部受力相对均匀，而博孜-大北区带
上覆地层和侧向地层造成构造之间相互挤压程度
和挤压方式的复杂化，均对研究区的地应力分布有
影响，另外发育的变换构造派生的走滑型地应力场
也加剧了地应力场的复杂性。
为满足生产需求的精度，现今地应力场研究有

3

单井地应力测井解释
综合常规测井和成像测井，并借助钻井工程信

息标定单井现今地应力状态，明确其方向和数值。
根据塔里木油田实践经验，组合弹簧模型最适用于
挤压环境的地应力计算，其表达式为［20］：

必要充分体现其非均质性，并全面考虑上述 3 方面

S Hmax =

特殊因素进行三维建模。基于此，三维非均质地应

Eξ H
μEξ h
+
+ αp p
1 - μ2 1 - μ2

力场预测流程如图 2 所示，具体步骤包括：①构建过

大北 12 构造的大连片+高叠置+全层系三维构造格
架模型。其中断层模型是建模的重点，断层的交接

关系需保证其合理性，使构造空间关系更符合地下

μ
( S V - αp p ) +
1-μ

S hmin =

（1）

Eξ
μEξ
μ
( S V - αp p ) + 1 - hμ 2 + 1 - μH2 + αp p
1-μ

深部真实状态。②构建三维非均质岩石力学参数

（2）

的分布，并将三维构造格架模型转换为三维有限元

其中（1）式和（2）式中的 ξ H 和 ξ h 利用井壁行迹

模型，在保证模型精度的前提下，选择合适的网格

信息确定，E 和 μ 通过测井资料计算获取［21］。钻井

单元进行有限元网格的划分，再将所构建的三维非

过程中，若井壁发生的应力集中超过井周岩石破裂

均质岩石力学参数赋予到目的层的每个有限元网
格中，为了权衡预测精度与运算效率，非目的层则
根据岩性横向差异分布赋予不同的岩石力学参数。

强度，就会发生井壁崩落［22］
（图 3），而崩落宽度与岩

石单轴抗压强度以及地应力状态存在定量的数学
计算关系［23］。因此，可从成像测井图像上读取井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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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落宽度，再根据相应崩落深度的岩石单轴抗压强

笔者在模型建立、参数赋予、地质边界条件设置等

度来反演 Shmin 和 SHmax 的梯度范围，据此初步确定 ξ H

方面进行了改进［25-26］，并针对高叠置的逆冲构造，建

等钻井工程信息检验计算结果的合理性。利用井

16-大北 12-大北 14-大北 9-大北 10 构造整体建模，

和 ξ h 的取值，再结合钻井泥浆密度、钻井复杂情况

立了“大连片”三维地质模型，同时对大北 15-大北

壁破裂信息可以反映现今地应力方向，一般来说，

赋予非均质力学参数、加载非均匀地质边界条件

钻井诱导缝方位为最大水平主应力方向，而崩落方

位为最小水平主应力方向 （图 3a），据此判断 A1
［22］

井 SHmax 方位为 170°（图 3b）。

（图 5）。

通过井震结合构建大北 12 气藏目的层三维岩

石力学参数（图 6），再将三维岩石力学参数赋予到
目的层模型的每个有限元网格中，实现非均质有限

元模型的构建，根据岩性分布赋予围岩的岩石力学
参数（表 1）。以大北 12 气藏单井地应力解释为约
束，最终确定最优的边界载荷加载方式（图 5e），该
条件下模拟结果与单井地应力状态最为吻合。
4.1

预测结果和误差分析

从预测结果和实测结果的对比（表 2）可见，最

大水平主应力和最小水平主应力的误差一般在 7

MPa 以内，最大水平主应力方向的误差最大为 15°，
总体均在行业允许的误差范围内，表明预测结果具
图 3 FMI 成像测井判别最大水平主应力方向
Fig.3 Orientation of maximum horizontal principal stress
distinguished by FMI logging

根据以上方法，对大北 12 气藏中多口井进行了

地应力测井解释。从大北 12 气藏 A1 井白垩系综合

柱 状 图（图 4）可 知 ，白 垩 系 弹 性 模 量 约 为 22~38
GPa，泊松比约为 0.2~0.25，3 个主应力随埋深变化
的规律比较明显，最小水平主应力梯度、
最大水平主

应力梯度、垂向主应力梯度分别为 2.15，2.6~2.7，2.5
MPa/hm。最小水平主应力、最大水平主应力、垂向

主应力的平均值分别约为 117，142，135 MPa，表现
出 SHmax>SV>Shmin，为走滑型地应力机制。A1 井地应

力纵向分层明显，总体呈现逐渐增大的趋势，大致

分为 3 段：Shmin 在埋深为 5 391~5 440 m 的平均值为

113 MPa；在 埋 深 为 5 440~5 600 m 的 平 均 值 为 116

MPa；埋深为 5 600 m 以下较高，平均值为 123 MPa。
巴什基奇克组二、三段的脆性较高，脆性指数甚至
超过 60。A1 井裂缝比较发育，共识别出 83 条，以中
高倾角为主且走向多为近 SN 向和 NW—SE 向。

4

地应力场数值模拟

有较高的可靠性。

从大北 12 气藏白垩系巴什基奇克组顶面现今

最大水平主应力方向分布（图 7a）可以看出，总体为

近 NS 向，在构造高部位和断层附近出现一些变化，
往往顺着断层走向偏转，转为 NE 或 NW 向，而远离
断层的部位，现今地应力方向则比较均匀。从最小

水平主应力分布（图 7b）可知，总体分布规律与构造
形态关联较大且呈环状分布，在背斜高部位为低

值，向翼部逐渐增大，地应力一般为 118~130 MPa。
但在非均质岩石力学参数和非均匀地质边界条件
的控制下，大北 12 气藏地应力分布的非均质性非常
强，构造高部位也存在局部高值区。同处于相似较
高部位的相邻井，其地应力值也有明显差异。从最

大水平主应力分布（图 7c）可知，总体分布规律与最

小 水 平 主 应 力 类 似 ，最 大 水 平 主 应 力 为 125~160

MPa。垂向主应力同样表现为较明显的非均质性，
其地应力为 125~150 MPa 且井间差异大（图 7d）。
4.2 地应力非均质分布机理

地应力是地壳内部应力的总和，赋存于组成地
质体的岩石中，影响地应力分布的因素非常多［27］。
对于油气藏来说，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所处的构造背
景引起的受力情况（地质边界条件）、储层岩性、断

采用目前主流的有限元方法进行地应力场的
空间分布预测，首先将地质体进行离散化处理，再
将相应的岩石力学参数赋予到对应的单元中，根据
边界受力条件和节点平衡条件，求取节点的位移，
进而对每个单元内的地应力和应变值进行计算［24］。

裂、流体、温度以及勘探开发过程［28-29］等，不同类型
的油气藏主控因素不一。

大北 12 气藏目前处于开发初期，井点少且人为

扰动程度低，造成该气藏地应力非均质分布的 2 个
主控因素是地质边界条件和储层的互层岩性。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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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大北 12 气藏 A1 井白垩系综合柱状图
Composite columnar section of Well A1 in Dabei12 gas reservoir

不同地质边界条件会造成地应力状态分布的
很大差异。从地质边界条件引起的地应力非均质

分布（图 8）可以看出：第 1 种地应力状态为水平挤压

自上而下逐渐增大，且在同一水平面上两端挤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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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北 12 气藏非均质地应力场预测流程

Workflow for heterogeneous in-situ stress field prediction in Dabei12 gas reservoir

图6

大北 12 气藏目的层三维岩石力学参数分布

Distribution of 3D rock mechanical parameters of target layer in Dabei12 gas reservoir

等，左端大于右端（图 8a），该地质边界条件下的最

持均匀，并且自左至右呈指数递减，该状态下 2 个主

布范围大于稳定区的分布范围；第 2 种地应力状态

裂潜在发育区，后者局限于左端的狭窄地段；第 3 种

大主应力方向变化非常明显，断裂潜在发育区的分
为水平挤压从左端自上向下先增大再减小，右端保

应力方向变化尤为显著，且稳定区分布范围大于断
地应力状态为在岩体底部上作用着正弦曲线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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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大北 12 气藏围岩的岩石力学参数
Table1 Rock mechanics parameters of surrounding
rock in Dabei12 gas reservoir
分层
表层

泥岩层

井号
A1

深度/
m

这种地应力状态下地应力和潜在断裂的分布比较
复杂，稳定区和断裂潜在发育区交替分布。

度/m

量/GPa

比

（g·cm-3）

1 000~1 500

13

0.21

1.95

和断裂分布的复杂性，而不均匀受压是自然界常见

600~1 000

24

0.19

2.35

地应力场分布的非均质性会更强。

2.5

的重要因素，其能够造成地应力值的变化和地应力

20

0.20

25

0.23

35

0.24

Shmin/MPa

情况，甚至更为复杂，真实地质边界条件下控制的

2.45

储层的互层岩性也是影响地应力非均质分布

SHmax 方向/（°）

预测 实测 误差 预测 实测 误差 预测 实测 误差
141

-1

120

115

5

185

170

15

A1-7 5 320 142

145

-3

118

121

-3

45

40

5

136
162

12

-8

Fig.7

124
121

图7

117
118

7
3

155
146

综上所述，非均匀地质边界条件加剧了地应力

2.05

5 395 140

A1-8 5 646 154

2022 年 3 月

密度/

SHmax/MPa

A1-1 5 340 148

率

垂向应力，两端为自上到下逐渐增加的水平挤压，

表 2 预测结果与实测结果对比
Comparison between predicted and measured results

Table2

收

泊松

1 000~1 500

白垩系及基底

采

弹性模

0~900

膏盐岩层

与

模型厚

1 500~1 700

砾石层

质

165
143

10

3

方向的偏转，岩石力学参数与二者具有定量计算的
关系［27，31］。由大北 12 气藏多口井的地质力学综合

测井解释结果绘制的地应力值与岩性、裂缝发育、
含气性等参数之间关系的模式图（图 9）可知，地应

力值与岩性、裂缝、含气性的关联比较明显，裂缝发
育的含气层，其地应力值最低；裂缝不发育的含气
层，其地应力值较高；泥岩段或泥质含量高的层段，
其地应力值更高；而厚层且不含气的干层，往往地

大北 12 气藏白垩系巴什基奇克组顶面现今地应力场数值模拟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current in-situ stress field of K 1bs in Dabei12 gas reservo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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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泥岩地应力低，之所以有这样的现象，是因为深
部地下储层的流体（油、气、水等）能够弱化岩石力
学性质［32］，从而降低了砂岩储层的地应力值；其次
储层岩石发育的裂缝在形成过程中释放了部分能
量，同样降低了岩石中富集的地应力；另外，当砂泥
岩同时受力时，深部泥岩具有一定塑性不易破裂且
能量聚集，因此赋予了较高的地应力，砂岩则通过
产生裂缝释放部分能量，内部聚集的地应力较低，
而未产生裂缝的砂岩则依旧聚集了很高的地应力。

5
图8
Fig.8

地质边界条件引起的地应力非均质分布
（据文献［30］修改）

Heterogeneous distribution of in-situ stress caused
by geological boundary conditions
（Modified by Reference［30］）

地应力预测结果在油气勘探开发
中的应用
近年来，多学科融合、多技术集成的地质工程

一体化理念不断创新和发展，这种以提高产能为关
键问题开展具有针对性、预测性、指导性、实效性及
时效性的动态研究和及时应用的理念是实现复杂
油气藏效益勘探开发的必由之路［33］。地质工程一
体化增产方案需要从地质认识的源头出发，在井位
部署时，优选能够兼顾安全、稳定、高效及利于改造
的井型和井眼轨迹，取代传统的地质研究与工程施
工割裂的工作模式。这种一体化理念和工作模式
中，以地应力研究为核心的地质力学能够将地质信
息解译为工程施工必需的定量参数，具有桥梁作
用［34-35］。
5.1

考虑地应力的井位部署对策

对于大北 12 气藏的深层储层，极强的水平挤压

和裂缝的规模发育是其高产稳产的重要保障，地应
力低值区和裂缝发育带是钻遇目标。然而，由于地

质背景复杂，地应力和裂缝分布的非均质性极强，
且储层埋深大，地震资料品质不高，精准钻井难度
大，导致常规直井与裂缝及地应力有利区的钻遇率
较低。为了在非均质储层中尽可能多钻遇地应力
低值区和裂缝发育带，大斜度井和水平井这类定向
井是优势井型。其原因为：①定向井比直井钻遇有
利区的几率更大（图 10a）。②大北 12 气藏所处的克
拉苏构造带普遍发育高角度-近直立裂缝［13，15］，定向

井比直井能更多更稳地穿越裂缝（图 10b）以达到少

井高效的目的。③从钻井的稳定性角度考虑，在走

Fig.9

图 9 地应力分布模式
Distribution modes of in-situ stress

应力值最高。即地应力值从低到高的层段为：裂缝

滑型地应力机制（SHmax>SV>Shmin）下，沿垂向主应力方

向是最不稳定的方向，即直井并不是安全稳定的井
型，而沿着最大水平主应力方向或与其呈 45°夹角

的范围是最稳定的优势方位区间［36-37］。④逆冲推覆

发育的含气砂岩<无/少裂缝的含气砂岩<泥岩<干层

构造叠置程度高，定向井能避开断层［25］，保障钻井

砂岩。而常规岩石力学实验结果往往是砂岩地应力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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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梯度为 2.05 MPa/hm 时，开启率约为 80%。而
A1-1 井目的层发育 20 条裂缝，走向为 NNW 向，现

今最大水平主应力方向为 170°，在当前地应力状态
下，当井底净压力梯度为 1.99 MPa/hm 时，有 1 条裂

缝开启，开启率约为 5%；当井底净压力梯度为 2.05
MPa/hm 时，开启率约为 55%；当井底净压力梯度为
2.15 MPa/hm 时，开启率约为 90%。一般来说，井底

净压力梯度为 2.05 MPa/hm 是工程上能够实现的压
力上限，所以 A1 井比 A1-1 井裂缝更容易开启。针
对不同的裂缝开启率，可采用不同的改造方式。若
裂缝发育、最大水平主应力方向与裂缝走向的夹角
（力-缝夹角）较小，且裂缝开启率高时，采用小型酸
压的改造方式，解堵疏通裂缝即可；若力-缝夹角较
大且裂缝开启率较低（<50%），则需考虑采用缝网酸
压、缝网压裂改造方式来激活裂缝和人工造复杂缝
网；若裂缝不发育且力-缝夹角较大或近于垂直，则
Fig.10

图 10 不同井型的有利区和裂缝钻遇率
Probability of penetration of favorable areas and
fractures with different well types

需采用加砂压裂的方式人工造主缝。因此现今地
应力分析有助于油气提产增效，是储层改造前的重
要评价环节。

从有利区钻遇率、钻井井壁稳定性及避障避险
角度考虑，定向井能够兼顾安全稳定和高效提产，
是深层复杂地质背景条件下的最优井型，建议在构
造形态和储层物性的有利区范围内，进一步部署定
向井，朝着地应力低值区、裂缝发育且井壁稳定的
方向钻进，以此定量选择最优井眼轨迹。比如大北

12 气藏，建议在背斜高部位的地应力低值区部署定
向井，井眼方位角为 45°~135°，在井壁安全稳定的
前提下尽可能多钻遇地应力低值区。

6

结论
大北 12 气藏所处的克拉苏构造带白垩系储层

埋 深 超 过 4 500 m，属 于 走 滑 型 地 应 力 机 制（SHmax>

SV>Shmin），大北 12 气藏地应力分布的非均质性很强，
其最大水平主应力为 125~160 MPa，最小水平主应

力为 118~130 MPa。非均匀地质边界条件加剧了地
应力场分布的复杂性，储层的互层岩性造成地应力

目前，定向井正逐渐应用于库车坳陷深层油气

值的变化和地应力方向的偏转，二者共同导致了地

勘探开发且应用效果显著。克拉苏构造带博孜-大

应力场的非均质性。由于地应力的有利区和不利

北区带大斜度井的平均裂缝钻遇率能够比同构造

区交替分布，在构造高部位也可能钻遇地应力不利

直井高 78%［38］；另外，合理的斜井方案能提高钻井

区，部署井位不能简单地采用“沿长轴、占高点”的

期缩短了 24.7%、钻井复杂事故减少了 20%［25］。

率高、井眼轨迹安全稳定及避障避险的多重优势，

效率，比如克拉苏构造带克深 10 气藏斜井的钻井周

方案。考虑到定向井具有有利区穿越广、裂缝钻遇

5.2

考虑地应力状态的储层改造对策

认为其是当前条件下克服非均质性的有效手段，是

压裂改造是提高深层裂缝性储层单井产量的

复杂地质背景条件下的优势井型，建议朝着地应力

关键措施，目的是最大限度沟通井周裂缝。明确地

低、裂缝发育且井壁稳定的方向设计井眼轨迹。以

应力状态，进而预测井周裂缝的开启性，为压裂改

地应力研究为核心的地质力学在地质工程一体化

造提供合理对策。

理念和工作模式中具有重要桥梁作用，地应力相关

A1 井 目 的 层 发 育 83 条 裂 缝 ，走 向 为 近 NS 向 和

参数，在深层-超深层油气勘探领域具有广阔的发

大北 12 气藏 2 口井的裂缝开启率预测如图 11。

NW—SE 向，现今最大水平主应力方向为 165°，在当

前地应力状态下，当井底净压力梯度为 1.84 MPa/hm
时，有 6 条裂缝开启，开启率约为 7%；当井底净压力
梯度为 1.95 MPa/hm 时，开启率约为 65%；当井底净

研究能够将地质信息解译为工程施工必需的定量
展应用前景。
符号解释
E——弹性模量，GPa；

pp——孔隙压力，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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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 # $ % & ' ( )2.15 MPa / hm ,
* + , - . )90%

Fig.11

图 11

大北 12 气藏 2 口井的裂缝开启率

Open rates of fractures in two wells in Dabei12 gas reservoir

Shmin——最小水平主应力，MPa；

工程学报，2015，34（11）：2 161-2 178.

SV——垂向主应力，MPa；

rock mechanics in deep ground engineering［J］. Chinese Journal

SHmax——最大水平主应力，MPa；
α——Biot 系数；

ξ h——最小水平主应力系数；

ξ H——最大水平主应力系数；
μ——泊松比。

XIE Heping，GAO Feng，JU Yan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of Rock Mechanics and Engineering，2015，34（11）：2 161-2 178.

［2］ 戴金星，黄士鹏，刘岩，等 . 中国天然气勘探开发 60 年的重大进
展［J］. 石油与天然气地质，2010，31（6）：689-698.

DAI Jinxing，HUANG Shipeng，LIU Yan，et al. Significant ad⁃
vancement in natural gas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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